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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否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如交易附加条件等）：无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十一届七次会议于 2021年 3月 25日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预案》，该预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黄金刚、徐珏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公司非关联董事对本预案进行了表决，并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获得一致通过。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前对该预案予以认可，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 

预计金额 

2020年 

实际发生金额 

上海科技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 

销售 
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 
193.34 242.62 

采购 
上海怡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91.00 182.43 

上海南洋万邦

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提供服务 
华鑫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 
71.70 125.18 

提供服务 
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 
287.74 327.37 



上海松下微波

炉有限公司 

采购 
上海仪电电子印

刷科技有限公司 
130.00 112.39 

采购 
上海元一电子有

限公司 
800.00 863.27 

上海云赛智联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 
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 
170.00 10.86 

上海仪电溯源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 
上海仪电智能电

子有限公司 
300.00 103.40 

销售 
上海仪电智能电

子有限公司 
500.00 10.80 

本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 

产品采购销售；接

受、提供劳务；房产、

设备租赁；软件开

发、建设合同等 

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 

27,000.00 27,520.68 

合计   29,643.78 29,499.00 

上述关联交易总额在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之内。 

 

二、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企业全称 

2021年 

预计金额 

2021年初

至上报日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0年 

实际金额 

上海南洋万

邦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华鑫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 
115.55  125.18 

销售/提供服

务 

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 
321.34  327.37 

提供服务 
上海仪电物联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74.33  126.94 

上海塞嘉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租赁 
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 
75.74 30.30 166.64 

上海卫生远 采购 上海仪电（集团） 83.93 14.05 72.01 



程医学网络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溯

源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 
上海仪电智能电

子有限公司 
377.00 283.00 10.80 

租赁 
上海仪电智能电

子有限公司 
45.00 7.50 36.65 

上海云赛智

联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 
上海飞乐工程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92.93 240.45  

租赁 
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 
34.34 14.28 78.52 

本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产品采购销

售；接受、提

供劳务；房

产、设备租

赁；软件开

发、建设合同

等 

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 

28,000.00   28,314.44 

合计 29,227.23 575.34 29,499.00 

上述预计的有效期至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代表：吴建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00万元 

住所：上海市田林路 168号  

主营业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通讯产品、设备及相关的工程设计、

安装、调试和维护，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销售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外围设施，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

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办公自动化设备、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照明器具、

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除蓄电池）、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

船用配套设备、家用电器的研发、设计、销售及技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产权经纪，以及上海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业务。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实际控制人。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仪电（集团）有

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总资产为 2,459,499 万元，净资产为 1,354,238 万元；

营业总收入为 25,872万元，净利润为 102,785万元。 

 

 上海飞乐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代表：苏耀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 1001号 7幢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设计，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建

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景观工程，城市规划设计，市政工程，城市及道

路照明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照明建设工程专项设计，绿化工程，园林古建筑建设

工程专业施工，弱电工程，多媒体设计服务，技防工程，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

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从事楼宇智能化设备、网络技术、照明技术，节能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产品、

照明设备、音响设备、乐器、电子产品、制冷设备、安防设备、机械设备、家用

电器、电子设备、办公家具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8,507.17

万元，净资产为 9,334.13万元；营业总收入为 7,118.4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为-474.58万元。 

 

 上海仪电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代表：黄金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8163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 498号浦东软件园 A-154座 

主营业务：从事物联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及相关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外部

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办公自动化设备，社

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管理服务，

电子类产品的设计和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合同能源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75,198,69

万元，净资产为 32,300.45万元；营业总收入为 48,586.2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为 1,002.17万元。 

 

 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代表：陈靖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0300万元   

住所：上海市四平路 419号 5楼-6楼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工程项目管理，商务咨询，建筑智能化建设工

程设计与施工，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审计初稿)：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206,041.76万元，净资产为 755,462.47万元；营业总收入为 53,388.61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3,069.50万元。 

 

 上海仪电电子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代表：马克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00万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6999号 B区 3号、4号 

主营业务：从事印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家电类装饰面板、

3D成型汽车仪表标度盘、柔性线路及力感电阻类的生产、销售、研发，从事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4,240.18万元，净资产

为 3,823.28万元；营业总收入为 2,828.71万元，净利润为 99.75万元。 

 

 上海元一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代表：邱伟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00万元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 3009号第 6幢 11层 1108室 

主营业务：组装生产电子线束、电缆线束、电源线、汽车类线束、汽车配件、

传感器配件、变频节能连接件等塑料组件、工模具，销售自产产品，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从事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动化系统设备的开

发、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5,814.51 万元，净资

产为 10,602.31万元；营业总收入为 24,033.56万元，净利润为 229.56万元。 

 

 上海仪电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代表：金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 9887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豫路 818号 

主营业务：智能卡、智能化电子产品、设备及系统的开发研制和生产销售，

银行、金融技术设备及系统，电脑，文教器材，办公自动化设备，商用收款机，

超市商埸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4,352.05

万元，净资产为 26,476.13 万元，归母所有者权益 23,031.78 万元；营业总收

入为 43,426.7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158.55万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彼此间签署的合同执行。 

1、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以遵循市场的公允价格为原则。 

2、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

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五、关联交易的授权和事后报告程序 

由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关联企业间发

生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授权公司经营层决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与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关联企业发生的不超过 28,000.00万元的

日常关联交易，并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系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交易，双方依照“自愿、平等、

等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协商一致而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未

造成损害和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十一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十一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函；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